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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s Chuan Co., Ltd.
不锈钢水龙头及淋浴配件、浴室配件、鎮

置物架、毛巾架、厨房及工作室配件、鎮

给水管件、不锈钢厨房用品

 
 

                        Sans Chuan Co., Ltd.
No. 501, Liaocuo Lane, Liaocuo Borough, Lugang Town, 
Changhua County 505, Taiwan
Tel: 886-4-771-7171           Fax: 886-4-771-4171
E-mail: sun.train@msa.hinet.net      Website: www.sun-train.com.tw

山川兴业有限公司于1968年，在台湾彰化县鹿港镇成立，是一
家专业的卫浴、厨房配件及给水管件制造商，同时也是台湾

少数以不锈钢生产相关产品的厂商，因而扬名国际市场。
 
有鉴于美国加州AB1953无铅法案的实施，此案要求任何饮用水流
经之管件，其铅成份的含量不得超过百分之0.025，否则不得于加
州贩卖与使用，山川兴业因此早在此法案通过前，便毅然决然地
投入不锈钢卫浴及厨房配件的研发生产，并成功透过此一蓝海策
略，在全球市场建立显著的名声。

山川兴业之所以能够快速因应该法案的通过之前，便转入不锈钢
产品的生产，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该公司在其厂房内拥有完整
的制造设备，包括一系列来自日本先进的CNC车床、车铣复合机、
铣床及四轴CNC铣床等，因而得以藉由这些机械设备，加上深厚的
加工技术，生产出符合国际质量要求的不锈钢制水龙头、卫浴及
厨房五金产品。

山川兴业除了拥有一间偌大的生产厂之外，尚有一间独自持有的
抛光厂做为后盾。透过这样的垂直整合，该公司能够从设计、打
样，到重力铸造、生产组装及表面处理等，进行几乎一条龙式的
生产模式，可确保产品质量的一致性，同时提升生产效率，并藉
此保证客户准时的交期及多元化的服务。

现阶段，山川兴业的产品线包括各式各样的不锈钢水龙头、水龙
头、置物架、毛巾架、肥皂架/盒、纸巾架、莲蓬头、淋浴设备、
卫浴零件、镜子及其零配件、厨房与工作室家饰、给水管件、浴
室配件、厨房用品、不锈钢厨房用品等。其不锈钢水龙头等相关
产品，已获得许多国际质量及省水标章，包括新加坡的PUB，并以
自有品牌KOLM营销全球，获得许多买主及使用者的肯定。

mailto:sun.train@msa.hinet.net
http://www.sun-train.com.tw


Wise Center Industrial Group Inc.
修枝剪、园艺用剪刀、篱笆剪、修剪机、
修边机、草剪、伸缩剪、园艺工具

Wise Center Industrial Group Inc.
No. 18, Wei 6th Rd., Chung Kang EPZ, Wuchi Dist, Taichung City, 43541Taiwan
Tel: 886-4-2657-0580             E-mail: wise.center@msa.hinet.net
Fax: 886-4-2657-0560            Website: www.garden-tools.com.tw       

维
胜特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于1991年成立，营运总部座落在台湾中港加工出口区，是一家专门研发制造

各种园艺剪刀、园艺工具等产品的大厂，无论在台湾及国际市场上，均极具知名度。

维胜特的产品线种类繁多，包括花剪、铲子、工具箱、榔头、铁锤、斧头、手动工具配件、

一般园艺工具、钉耙、草剪、铁锹、铁铲、修枝剪、园艺用剪刀、篱笆剪、

修剪机、修边机、小铲子、伸缩枝剪、踏脚凳、梯子等。这些产品都

具有优异的质量及功能性，因此受到专业买主及一般使用者的喜爱。

该公司的产品，包括最新推出、独创的「行星式齿轮」结构设计之园艺

剪刀系列，已出口至全球各地，例如北美、欧洲、日本、澳洲及中国等。

除了提供其研发之工具外，维胜特亦承接OEM及ODM订单，并针对不同

的市场区隔，以不同的自有品牌营销。

多年来坚持对产品研发创新，是维胜特成功的关键之一。例如，该公

司为了开发出使用容易、轻量化的园艺剪刀，不断地投入研发新的齿轮

结构及力矩设计，同时亦和台湾专业的研发单位及法人合作，创造出更适用于园艺

剪刀的钢材。这些成果，在其产品所展现出的优异质量及功能性上，都得以体验出来。

此外，该公司也非常注意质量管理，因此在厂内除了实施符合国际规范的质量控管措施，

亦导入如IQC、IPQC、QA及TS16949等。这些投入让维胜特不仅获得ISO9001-2000认证，

亦使其产品通过GS验证。该公司强调，其产品不良率已能控制在百万分之一以下，此一成

就是许多竞争者所不能企的。

维胜特以成为世界一流的企业为目标，故于近期将公司经营重点放到工作环境及员工

待遇的改善，并导入由欧盟所提倡、要求的「企业社会责任准则（BSCI）」。该公司宣称，

其内部管理，从人员、生产到环境，都已达BSCI所要求之水平，除了获得海外顾客之认可外，亦通过欧洲专业验证单位

的认证。藉由这样的成果，维胜特再次印证其对于持续改善、精益求精的坚持，也突显了对品牌客户在价值创造上的承

诺，无疑是台湾最具世界顶尖企业水平的园艺工具制造商之一。

mailto:wise.center@msa.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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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elt-Lin Industrial Co., Ltd.
扣具、扣环、安全带、工业安全带、捆绑
器、五金产品

一嵩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2年，专门研发和生产各种安全带、安全

用品及相关配件，是一家拥有超过二十年以上实务经验的专业制造商。

一嵩所提供的产品包括扣具、扣环、货物捆绑绳索、手拉器及滑轮、安全

带、改装车零配件、赛车安全带及零配件、其他特殊车种零配件、交通器

材零配件、工业安全用品、汽车安全带、医疗用安全带、拖车绳、儿童安

全衣、吊带、捆绑器、 手工具及相关五金用品等。其产品在全球市场已获

得众多买主及专业使用者的喜爱，同时有部份以该公司自有品牌Abelt.c营

销。

一嵩多年来之所以能在业界稳定成长，最主要的竞争基础在于成熟的开发与

制造能力。该公司从前端的产品研发及模具制造，到中后端的织带、染色、

塑料射出成型、金属冲压和装配，都能够自行完成。另外，该公司的生产部

门配有完整的生产机台，随时能配合客户需求，在合理的成本优势下，产出

质量精良、适合终端用户的产品。这样的特性，让该公司得以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脱颖而出，进而成功建立起广大的客户群。

一嵩目前在台湾及中国大陆都设有厂房，并在英国标准局BSI的审查下，通

过ISO 9002质量控制系统。除此之外，该公司的产品也都得到世界主要国家

的认证，例如新加坡的SiSir、德国的GS、美国的SGS、台湾的CNS、欧盟的

ECE及荷兰TNO等。这些都充份证明了该公司对质量的重视与坚持。

一嵩的产品虽然已经在许多市场具有一定程度的口碑，但该公司却并未因此

松懈，反而持续加强自身的竞争力，并具体规划成立锻造及电镀部门，引进

更多塑料射出机，以期望成为世界顶尖的安全用品供货商。(SC)

A-Belt-Lin Industrial Co., Ltd.
No. 63, Pingan Rd., Ansi Village, Sioushuei Town, 
Changhua County, Taiwan 504
Tel: 886-4-768-3100         Fax: 886-4-768-3940
Email: abeltc@ms32.hinet.net     Website: www.abeltc.com

mailto:abeltc@ms32.hinet.net
http://www.abeltc.com


葆上股份有限公司創立於1979年，從事模具開發及鋅鋁

壓鑄。至今在壓鑄領域已累積30餘年的豐富知識及專業

技能與經驗。為持續追求卓越品質，該公司於2003年購

進三次元量測儀及相關檢驗設備，並於2004年通過ISO 

9001 2000版國際認證。

 

為了能提供客戶更多元及一貫作業的服務，葆上公司相

繼開發了脫蠟鑄造、鍛造、重力鑄造、塑膠射出、鋁擠

型、CNC車床、CNC銑床等的加工領域，並提供各種材質

的零件加工，如汽、機車零組件、鎖類、建築五金、衛

浴製品、手工具、瓦斯設備相關零件與組立

葆上股份有限公司
專業從事模具開發、鋅鋁壓鑄、沖床及鍛造

葆上公司產製的鋅壓鑄及鋁壓鑄產品廣泛應用於各種行

業，專業於各種外型形式尺寸量製，並能提供從設計、

開模、專業壓鑄至精緻加工一貫作業的服務，不論是單

一壓鑄或組立均可達到具有複雜精密細小的高品質鋅鑄

件。

各種材質均可經由CNC車銑加工製造，如鋅、鋁、銅、

鐵、鋼…等。沖床物件可為單件或是連續模，汽車、建

築及三C產業均可廣泛應用。

葆上公司是台灣專業的計數器製造商，所提供的計數器

有手握式、桌上型計數器及工業用計數器。該公司也是

值得信賴的鎖具製造商，主要製造一般鑰匙鎖、家用鎖

類和門鎖。

未來該公司仍將秉持其經營理念，永續經營，利潤分

享，追求精益求精，提供更完善的服務品質。並將持續

更新硬體設備及檢驗設備，加強專業人力培訓，改善與

提升品質，以積極主動態度因應市場變革，掌握競爭優

勢。歡迎提供樣品開發或OEM合作。

葆上公司開發的鋅鋁壓鑄品。

葆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508彰化縣和美鎮彰和路三段12號 

Tel :886-4-7554871 
Fax : 886-4-7565715 
E-mail: service@powercast.com.tw
Website: www.powercast.com.tw

mailto:service@powercast.com.tw
www.powercast.com.tw


承蒲实业有限公司

承蒲实业有限公司创立于2005年，是台湾中部地区一家快速崛起的五金专业研发及制造
商，主要生产棘轮扳手、套筒扳手及相关手工具配套等产品。

虽然成立至今还不到十年，然而该公司在研发及制造上的实务经验，比起其他的竞争对
手，绝不逊色。承蒲以研发为核心，且注重每一生产环节，以确保其产品有优良的质量
及独特的功能。由于如此的用心，遂得以在竞争日益严峻的手工具市场中，逐渐展露头
角，并获得客户信赖。

承蒲十分自豪拥有强大的研发团队，其团队成员都有丰富的研发经验及精湛的技术，并
能有效的做市场调查，再根据调查结果，了解市场趋势，开发创新产品。

该公司最新推出了「3D Transformer 扳手工具组」，此工具组是由12个不同尺寸、内建
72段棘轮的可替换扳手头所组成。这产品的材质全采用高级铬钒钢，再透过特殊的热处
理技术，来增加结构的强度，因此具有强大的扭力及耐用度，并符合美国ANSI及德国DIN
质量的规范。此外，这些可替换的扳手头，可让使用者随工作环境的不同，而作360度的
水平调整，即便在狭窄的空间里，也可轻松完成其工作。

除了研发上的优势，承蒲也以高度自制率在业界著称。在其现代化的厂房内，有完整先
进的生产设备，能够自行完成大部份的制程，可确保产品质量的一致性。另外，该公司
也购入各种检测仪器及设备，进一步提供客户质量保证。

承蒲相信，客户所下的每一张订单，都代表其对公司的信赖，所以除了持续研发以提升
质量外，也将随时提供客户专业的服务，创造双赢的伙伴关系，共同为拓展市场努力。

Chang Pu Enterprise Co., Ltd.
No. 113, Erxi Rd., Sec. 2, Xihu Town, Changhua County, Taiwan
Tel: (886-4) 861-0168
Fax: (886-4) 861-0268
E-mail: changpu.tool@msa.hinet.net; changputool@changputool.com.tw
Http://www.changputool.com.tw

棘轮套筒扳手、一般扳手、双向棘轮扳手、葫芦柄、套筒扳手组

mailto:changpu.tool@msa.hinet.net
http://www.changputool.com.tw


仲阳企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77年，初期主要是从事量测相关产

品之制造、销售，并提供咨询、教育训练以及维修等服务。

为了能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竞争力，于1992年成立研发部门，持续提

供客户更好、功能更方便的产品。该公司于雷射水平仪及雷射测距

仪方面之创新技术，也屡屡获得专利认可

仲阳自2002年起开始研发雷射测距仪，其第一款产品于几年后推

出，并获得热烈回响。该公司的测距技术在2010更大幅提升，该年

研发出以快门为主的第二代机心，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台湾业界的地

位。

2012年仲阳推出全光学机心，在此测距技术上，又有一大突破。

这款新研发，结合了特制的雷射二极管，产品内部不含任何活动零

件。为提高测距速度，其研发团队于2013年推出了双波长机心，取

代了快门机心，使产品更稳定。该公司目前正推出最新的双光束系

统，此系统将于2014年底全面应用于该公司所有的产品上。

仲阳的手持测距仪，主要是应用于五金、电子仪器及高科技产业，

有数种款式：包括CA700系列、CA600系列、HP30、CP30，以及

TIO30之雷射量尺。前两款产品的特色包括：精度达+/-1.5厘米，以

及简易、便利的操作设计，使用者可在一秒内，测得所有数据；防

水等级为IP54，而背光设计方便在黑暗中或微弱光线下轻松读取。

Precaster Enterprises Co., Ltd.
雷射测距仪、雷射扫描模
块、各式量测仪器

Precaster Enterprises Co., Ltd.
No. 204, Fuxing Rd., Sec. 2, Taichung City, Taiwan 40252
Tel: 886-4-2262-1000               Fax: 886-4-2261-6565
E-mail: contact@precaster.com.tw
Website: http://www.precaster.com.tw; www.cens.com/precaster

mailto:contact@precaster.com.tw


财兴发企业有限公司于1994年创立于台湾台中市，

专业生产各式各样的汽车修护工具及设备，是一

家拥有ISO 9001认证的优质制造商，并以自有品牌SK

营销全球。

财兴发根据多年来对市场的研究及了解，同时为满足

最终使用者对不同工具的需求，因此不断地精进生产

技术，并提升产品质量及功能，藉此扩增产品线，以

帮助顾客在日益竞争的汽修工具市场中，顺利创造利

润。

现阶段，该公司汽修工具产品几乎涵盖所有相关应用

范围，包括车身维修工具、轮胎检修工具、引擎维修

工具、电装系统维修工具、车门及车窗修护工具、车

底维修设备、剎车系统维修工具、改装工具、铝冲扳手、混冲扳手、研磨机、气动螺丝起子、气动

扳手、气动钻、精密工具等。另外，船舶维修工具也是该公司的主力产品之一。

财兴发的气修工具，由于拥有值得信赖的质量及符合市场需求的特性，因此在海外市场拥有一定的

知名度。该公司最热门的产品之一是最新的车体修护工具组，可供顾客不同的工具组合，且每件工

具都是遵照ISO 9001及相关的国际质量标准制成，因此不论在结构强度或产品寿命上都能够充份满

足使用者，此外，充满竞争力的价格也是让该产品得以广泛受到青睐的原因之一。 

该公司除了以自有品牌营销外，同时也接受OEM及ODM订

单，并且可帮助客户开发所需模具，为他们创造附加价

值。

Tsai Hsing Fa Co., Ltd.
汽车维修工具、轮胎修护工具、气动扳手、气动
螺丝起子、油压工具

Tsai Hsing Fa Co., Ltd.
No. 39, Taihe 5th St., Beitun Dist., Taichung City 
40661, Taiwan
Tel: 886-4-2436-8238
Fax: 886-4-2436-1227
Email:sales@skautoservice.com
Website: www.skautoservice.com

mailto:sales@skautoservice.com
http://www.skautoservice.com


美得興業有限公司為一家專業研發、設計與生產高品

質胎壓計及充氣頭的台灣製造廠商及出口商。該公

司以汽車維護工具起家，經營超過三十餘年，擁有深度

的機械技能及專業知識。公司產品廣泛的應用在球類、

腳踏車(美、英、法式汽嘴)、機車、汽車、工程車、飛

機上；並已在台灣、日本及其他國家取得多項專利。

該公司在1983年創立MADA品牌，並於1997年正式申請

專利商標沿用至今。美得強調為了提供專業及高品質的

胎壓計及充氣頭，專業人員在產品出貨前都會100%嚴格

檢驗，並確認產品品質後再送達客戶手上，滿足客戶的

期待及需求。由於公司如此嚴謹的品管觀念，在市場上

贏得客戶的信賴與好評，目前其產品已行銷全球40多個

國家。

美得表示，該公司所自行研發生產的表式胎壓計，其

設計獨步全球，並為該類產品中少數的全金屬製品。該

公司最新的三用表式胎壓計具有充氣、洩壓與胎壓量測

三種功能，為汽缸式胎壓計，與市面上的巴登管式與膜

片式產品不同，因此可耐高壓至350psi，並具有防呆自

動保護設計，不易損壞。該產品可校正精度，內部零件

也可更換，因而可長期使用不需淘汰，深具環保概念。

此外，該胎壓計內建的油槽，可保持表內零件潤滑，延

長使用年限；並且使用耐寒度較高的油管，適用於各種

不同氣候的國家。更方便的是，可隨時更換各式車種輪

胎用的充氣頭，甚至是飛機輪胎。公司擁有該產品台

灣、日本以及大陸專利權保護。 

除了製造胎壓計，充氣頭之外，如果一次訂單超過一

定數量後，美得也提供 OEM的貼牌製造服務及需求。同

時，該公司會不斷發展新的技術應用於新產品上並且持

續更新公司網站，讓客戶看見最新產品資訊，並有更多

選擇。除此之外，美得也是優質黃油槍的製造商，產品

極為創新，品質也十分可靠。

目前該公司產品內銷比例約7%，外銷佔93%；營收約55%

來自自有品牌，OEM品牌佔45%。美得主力市場及知名客

戶包括：Jonnesway (台灣)、BJ(日本)、Remy(泰國)、An 

Phat(越南)、Topring (加拿大)、Setia (馬來西亞)等。

美得興業有限公司

表式胎壓計、充氣頭、黃油槍…等

美得興業有限公司

台灣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二段88巷47號

電話：02-22782211

傳真：02-29991399

電郵：mada@mada.com.tw

網址：www.mada.com.tw

04HF (Hand Free)

05 For aluminum whe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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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钰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专业从事设计、开发与制造

各类花园用品、各式水管、洗车刷等。由于质量优良、价格具

竞争力，该公司产品销售世界各地，客户给予高度肯定。为因

应市场之需求，该公司不断推陈出新，每年研发出大约3至5种

新产品。

全钰目前推出轻便、容易收纳、且具特殊材质的水管，此水管

具有耐水、可伸缩之特性。这种水管的长度，从25呎至75呎都

有，每月产量可达十万条以上，产品并经SGS国际认证公司检

验，在长期使用的情形下，可耐水压100-150PSI，而且绝不会

产生爆裂或漏水之状况。此外，其专用收纳卷盘，已取得美

国、台湾、中国大陆等地之专利。

该公司新一代的强力伸缩水管，长度可同步伸缩两倍，有效避

免传统水管因过度延伸，容易造成弹性疲乏及内管破裂的情

形；且因使用特殊构造接头，无论使用多少次，均不会漏水。此外该水管的平滑外观设计，可避免水管卡死，

并可轻松收纳入其已具专利的卷盘内。这种新一代的水管，可让使用者轻松顺畅完成浇花、清洁、洗车等工作

全钰也生产各式花园用水枪、洒水器、定时器等，这些高质

量、高功能之庭园用具，每月产量均达十万个以上。该公司产

品百分之九十以上营销全球，剩下的百分之十则供应国内市

场。其产制模式以OEM和ODM为主，由于产品广受客户欢迎，营

业额每年平均以50%的高速成长，因此在全球市场的市占率，也

不断提升。

该公司表示，其所

产制之商品，以实

用性、寿命长、以

及合理之价格和良

好之售后服务，享

誉全球。

全钰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502 彰化县芬园乡彰南路三段1巷22号

电话：886-4-2568-3901     传真：886-4-2568-4317

E-Mail：cv998486@ms64.hinet.net

网址：http://www.g-hose.com

全钰股份有限公司
花园用品、园艺工具、各式水管、洗车刷…等

The latest garden hose
(Elastic and Expandable G-h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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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昆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1992年，为一家已获ISO-9001: 2008认证的优异厂

商，目前正在申请ISO/TS 16949认证。该公司主要从事CNC铣床、车床等精密加工

服务及各类精密金属零件开发和生产，且以设计与制造能力强和产品质量高，在业

界及全球市场皆享有盛名。

昆桐前身为圣昌工业社，初期以经营铝原料裁切加工为主。在2002年时，因规模及

制程要求，该公司首次购入两部CNC铣床设备，遂更名为「昆桐科技有限公司」。 

一年后，其CNC铣床设备已扩充至50部，员工则增加至32人。由于全厂在2004年导

入质量管理系统，因而在该年通过ISO-9001认证。

在持续的努力下，昆桐在2010年又通过ISO-9001:2008认证。该公司于是积极购买

土地，并规划新厂建置案，于2013年搬迁到全新的现代化厂房，在新厂房CNC设

备的总数已超过155台，员工总数也快速增至约250人。此新厂全面导入先进的e化

系统，使各项流程管理与生产效率大幅提升。既使产能大幅扩充，但因客户需求强

劲，现在每月的平均机台稼动率，已经高达90%。

由于开发与制造能力极强，昆桐的产品类别与项目极为广泛，主要包括：CNC铣床

精密加工、红铜加工制造、铝合金加工制造、铁制品加工制造、钛合金制品加工

制造、碳纤维制品加工制造、塑料制品加工制造、OEM/ODM生产、手机零件、3C

零件、电子零件、CPU散热系统零件、汽车零件、机车零件、自行车零件、灯饰零

件、LED零件、五金零件、散热片、铜接头、塑料接头等，所有产品皆符合客户的

要求。

由于质量与精密度高、价格具竞争力，昆桐的产品普遍被各产业中的国际著名品牌

指明采购，以用来组装在其高阶产品中。昆桐的产品销售全球，其外销市场以欧洲

及北美洲为主，知名客户有SRAM、HB PERFORMANCE、Tektro、Tesla、Apple、

Fibit、Sony、Motorola、Giant等。

昆桐一向强调「质量是制造出来的，不是检验出来的」，其对于质量的要求，各界

有目共睹。若须进一步了解产品信息，该公司欢迎随时洽询。

昆桐科技有限公司
CNC精密加工、精密金属零件、散热片、汽车零

件、机车零件、自行车零件、3C产品等

昆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湾彰化市国圣路5号50068

电话：886-4-737-3342

传真：886-4-737-3343

E-Mail：kt1600_01@kuentong.com.tw

网址： www.kuentong.com.tw

E-Mail<FF1A>kt1600_01@kuentong.com.tw
http://www.kuentong.com.tw


旸利钢铁有限公司
打包钢带、冷轧及热轧钢（板）卷、家具

钢管、卫浴五金、展示架

旸利钢铁有限公司在1976年创立于台湾彰化地区，专门经营打包

钢带及相关钢铁制品，拥有ISO9001及TAF认证。

旸利创立之初以销售软性包装材料及包装机械为主，后来投入打

包钢带及钢铁产品。该公司于1998年设立工厂，强化其生产制造能

力，同时结合下游厂家供应卫浴及家具五金，除了藉此扩增其产品

线，也确立了在业界里的地位。

如今，旸利所供应的钢铁产品十分齐全，包括了打包钢带、钢

扣、手动钢带束紧器、手动钢带咬扣夹、手动免扣式钢带捆包机、

打包带置物车、钢带剪刀、冷轧及热轧钢卷、镀锌钢卷、家具钢

管、浴室五金配件、免扣式及铁扣式气动钢带捆包机、烤肉炉、展

示架等。每年有40%的产能用于出口、并以自有品牌Young Lee营销

至全球主要的工业国家。

为了确保市场竞争力，该公司的产品主要以台湾中钢公司所供应

该的超高张力钢材所制成，其每平方公厘可承受至少95公斤的力量，

比一般的高张力钢材拥有更优异的质量，因此在工业用途上相当受到欢迎。

此外，该公司也开发了各式各样的高张力捆包带，并销往全球主要先进国家。这些捆包带在涂覆过程中，

以精密的计算机系统控制，因此能产生不同的镀层厚度，同时都能符合欧美国家的标准。

除了提供高质量、价格宜人的产品外，旸利也借着其数十年来的专业经营，以及广大的代理商及合作伙

伴，能帮助国外买主在大中华地区很有效率地完成其他相关产品的采购，为客户创造更多附加价值。

旸利钢铁有限公司
500 台湾彰化市东芳里永芳路540巷65号

电话：886-4-763-8998

传真：886-4-763-8991

电邮：yly.j66@msa.hinet.net

网址：www.asiastrapping.com

mailto:yly.j66@msa.hinet.net
http://www.asiastrapping.com


美得興業有限公司為一家專業研發、設計與

生產高品質胎壓計及充氣頭的台灣製造廠

商及出口商。該公司以汽車維護工具起家，經

營超過三十餘年，擁有深度的機械技能及專業知

識。公司產品廣泛的應用在球類、腳踏車(美、

英、法式汽嘴)、機車、汽車、工程車、飛機

上；並已在台灣、日本及其他國家取得多項專

利。

該公司在1983年創立MADA品牌，並於1997年正

式申請專利商標沿用至今。美得強調為了提供專

業及高品質的胎壓計及充氣頭，專業人員在產品

出貨前都會100%嚴格檢驗，並確認產品品質後再

送達客戶手上，滿足客戶的期待及需求。由於公

司如此嚴謹的品管觀念，在市場上贏得客戶的信

賴與好評，目前其產品已行銷全球40多個國家。

美得表示，該公司所自行研發生產的表式胎壓計，其

設計獨步全球，並為該類產品中少數的全金屬製品。該公

司最新的三用表式胎壓計具有充氣、洩壓與胎壓量測三種

功能，為汽缸式胎壓計，與市面上的巴登管式與膜片式產

品不同，因此可耐高壓至350psi，並具有防呆自動保護設

計，不易損壞。該產品可校正精度，內部零件也可更換，

因而可長期使用不需淘汰，深具環保概念。此外，該胎壓

計內建的油槽，可保持表內零件潤滑，延長使用年限；並

且使用耐寒度較高的油管，適用於各種不同氣候的國家。

更方便的是，可隨時更換各式車種輪胎用的充氣頭，甚至

是飛機輪胎。公司擁有該產品台灣、日本以及大陸專利權

保護。 

除了製造胎壓計，充氣頭之外，如果一次訂單超

過一定數量後，美得也提供 OEM的貼牌製造服務及需

求。同時，該公司會不斷發展新的技術應用於新產

品上並且持續更新公司網站，讓客戶看見最新產品資

訊，並有更多選擇。除此之外，美得也是優質黃油槍

的製造商，產品極為創新，品質也十分可靠。

目前該公司產品內銷比例約7%，外銷佔93%；營收

約55%來自自有品牌，OEM品牌佔45%。美得主力市場

及知名客戶包括：Jonnesway (台灣)、BJ(日本)、

Remy(泰國)、An Phat(越南)、Topring (加拿大)、

Setia (馬來西亞)等。

美得興業有限公司
表式胎壓計、充氣頭、黃油槍…等

美得興業有限公司

台灣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二段88巷47號

電話：02-22782211

傳真：02-29991399

電郵：mada@mada.com.tw

網址：www.mada.com.tw

http://www.mada.com.tw
mailto:mada@mada.com.tw


利 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风动冲击扳手、风动棘轮扳手、风批、喷枪、    

                   风动除锈器、风动砂轮机及相关零配件

利钒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位于台湾中部的风动工
具制造商，拥有超过二十年的专业制造及外销经
验，在某些区域市场，其自有品牌TBL于专业买家当
中，具有一定接受度。
      
除了工具本身拥有的质量及功能外，随着不同国家
及社会习俗而有所差异的消费者偏好，也是影响产
品销售的重要因素，利钒因此借着其专业且丰富的
市场知识，持续不断地改良及研发新产品，以帮助
顾客有效地在各自的市场里建立市占率。这也是该
公司相当引以为傲的产品及市场策略。

此外，长期关注顾客需求以提供适时的服务，也是
利钒得以在过去数十年来于业界屹立不摇的因素之
一。例如，该公司能够根据顾客的产品草图及样
品，为他们提供生产及加工服务，同时也能立刻处
理不良品的更换及顾客所需的技术支持。此外，该
公司也具备优异OEM及ODM的代工能力。

利钒的产品线包括许多不同种类的风动工具，例如
风动喷枪、风批、风动砂轮机、气锤、气钻、铆钉
枪、风动冲击扳手、风动棘轮扳手、风动散打、气

锯、气剪、气动钉枪、风动打洞机、风动雕
刻笔、风动除锈器、空压铆钉机、风动铆钉
机等。另外，如电动起子及刺轮扳手等其他
工具，以及空气压缩机、输气软管等配件也
是该公司的产品范畴。

利钒股份有限公司
40245 台湾台中市南区工学二街115巷8号
电话：886-4-2265-7358
传真：886-4-2265-7338
电邮：sales@leadvane.com
网址：www.leadvane.com
            www.cens.com/leadvane  

mailto:sales@leadvane.com
http://www.leadvane.com
http://www.cens.com/leadvane


锦豪工业有限公司于1977年成立于台湾中部，是一家在业界极具知名度的专业园艺工具制造
商，以优异的OEM及ODM能力著称。

锦豪在历经40多年的发展，如今是台湾最大的园艺剪裁
工具制造商，每月产能可达450,000只左右。该公司的
产品以修枝剪、园艺用剪刀、修枝锯、修剪机、电动
螺丝起子、伸缩枝剪等园艺用工具为主轴，另外也包括
了一些电动修枝剪及电动螺丝起子，皆通过GS、VDE、
UL及CE等动力产品相关安全认证。全球一些知名品牌，
例如Corona、Costco、Fiskars Brand、Wal-Mart、
Target、Lowe’s、Shears和Bauhaus，都是该公司合作
许久的忠实客户。

锦豪在业界的成就，主要来自于高水平的研发能力。透
过计算机技术，包括AutoCad、UG及Solidwork软件的应
用、专业的产品设计知识以及熟稔的市场研究，该公司
每年能开发出10至15项以创新的功能、材质及设计为卖
点的新产品，持续帮助客户赢得市场占有率。

对质量的坚持也是锦豪成功的要素。该公司所有的产品，在每道生产过程中，皆有熟练的技术人
员及品管人员，遵循国际级品管规范进行监控，并在包装出货前，以精密测量仪器完成质量检
验，同时已通过ISO 9001及SGS认证。该公司对质量相当自豪，因而在部份主力产品，如锻造手
柄等，提共终身保障的售后服务。除此之外，它也定期听取客户的建议，并针对一些使用过的产
品进行研究，藉以持续改善质量，期为客户及用户创造最大的价值。

   现阶段，锦豪的产品几乎全数外销，其中35%出口至美
   国，50%至欧洲，并以自有品牌Praise营销全球。该公司
   毫无疑问是一家世界级的专业园艺工具供货商。
 

Jiin Haur Industrial Co., Ltd.
No. 133, Chiukang Lane, Lukang Town, 
Changhua County 505, Taiwan
Tel: 886-4-777-3339   Fax: 886-4-778-8129
E-mail: jiinhaur@jiinhaur.com.tw
Website: www.jiinhaur.com.tw  

Jiin Haur 
Industrial Co., Ltd.

修枝剪、园艺用剪刀、
修枝锯、修剪机、
伸缩枝剪、高枝剪

http://www.jiinhaur.com.tw
mailto:jiinhaur@jiinhaur.com.tw


钧镒铁工厂有限公司
435 台湾台中市梧栖区永宁里永兴路一段546巷99之1号

电话：886-4-2639-8829             传真：886-4-2639-0496

电邮：info@jybearing.com.tw       网址：www.jybearing.com.tw

钧镒铁工厂有限公司
车库门及卡车用滚轮、轴承、窗用滚轮不锈钢轴承、深沟球轴承

钧镒铁工厂有限公司创立于1989年，专业

产制轴承及金属零件等建筑五金、工业

五金及运动器材五金等产品。

钧镒长久以来，借着对质量的坚持，并持续提

升生产技术，很快就成为台湾的领导五金工厂

之一。该公司强调，其稳定的质量深受正面的

肯定，因此在不同业界的客户当中享有盛誉。

该公司的产品除了车库门及卡车门用滚轮、门

窗配件外，也包括了各式各样的轴承，例如滚

珠轴承、微型滚珠轴承、推力球轴承、轴台、

滚针轴承、滚柱轴承、特殊轴承、双列圆柱滚

柱轴承、水泵轴承等。其产品从运动健身器

材，机车、汽车、自行车，一直到医疗用具、

五金、电卷门、木工工具、门用及窗用滚轮及

各种动力机械等领域都受到广泛应用。

钧镒透过多年累积的专业技术，能够帮助顾客

开发、生产各种客制化的轴承，另外也提供塑

料射出产品、铝合金压铸品跟锌合金压铸品镀

化学镍等制造服务。此外，该公司也以专业的

OEM及ODM技术，在国际市场上建立起优越的竞

争力。

钧镒的产品，每年有百分之七十外销至全球各

地，其余则供应给国内下游制造商。同时，该

公司也创立自有品牌JY，期望逐渐升级为OBM

厂以确保企业的永续发展。

http://www.jybearing.com.tw
mailto:info@jybearing.com.tw


敬 佑 工 业 有 限 公 司
迷你及重型圆形砂光机、迷你及重型方形砂光机、
精磨式砂光机等

敬佑工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86年，专门研发及制造砂光机，以及相关的专

业级气动工具，用于汽车及造船工业等，在国际间颇具知名度。

敬佑在该领域里已拥有超过二十年的经验，生产各式各样的砂光机，包括

了迷你圆形砂光机、重型圆形砂光机、迷你方形砂光机、重型方形砂光

机、精磨式砂光机、直线式砂光机、指头式砂光机、三角形砂光机、齿轮

减速式砂光机、湿式砂光机、环带砂光机、圆盘砂光机、平面砂光机等。

另外，气动钻、自动控制吸尘器、及相关配件也属于该公司的生产范畴。

其大多数产品拥有台湾、美国、中国等多项专利，并通过CE认证。

该公司最热销的产品之一当属CY309系列气动砂光机，这项产品多年来已

大量销往美国、欧洲、日本及东南亚各国，广泛地应用在木工家具、汽车维修、游艇内装、石材产品、玻璃

制造及纤维强化塑料材质加工等领域。CY309具有符合人体工程设计的外型及更轻的重量，所以非常适合使

用者长时间的操作，且不易造成手部疲劳。这部砂光机比起其他同类型的产品，其重心设计较低，运作时也

较少噪音及振动的产生。此外，该产品在通过了各种环境测试后，证明拥有更长的寿命，因而受到专业级使

用者的好评。

凭借着数十年的专业生产技术，加上持续改善产品的热忱，该公

司已经和许多国际级大厂，建立起坚

定的伙伴关系，其不论在OEM及ODM等

能力，都受到顾客极大的肯定。除此

之外，该公司也以自创品牌COMBEST

营销于亚洲各国，包括日本、韩国、

中国、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及印度

尼西亚等地都有专业的代理商，能为

顾客提供最具竞争力的价格及最快的

服务。

敬佑工业有限公司
429 台湾台中市神冈区中山路667巷36-2号
电话：886-4-2562-6015
传真：886-4-2562-6017
电邮：combest@kymyo.com
网址：www.kymyo.com.tw; www.combest.com.tw

http://www.combest.com.tw
http://www.kymyo.com.tw
mailto:combest@kymyo.com


自1981年成立以来，允畅五金工具股份

有限公司一直致力于紧固件之制造，以

Thumb品牌营销全世界，并获高度肯定。

该公司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及产能，已将设

备全面自动化，且从制造到热处理及包

装，落实一贯作业生产，每月推出逾350

吨之各种钉类及

其他紧固件。 

允畅目前提供多种钉类制品，包括水泥钢钉、六角旋纹钢钉、

旋纹钢钉、特殊型钉、圆棒钢钉、火药枪/瓦斯枪钉、电线/电

缆夹，及工具夹等。其中，最热销的产品包含旋纹钢钉系列，

该系列全部是由高质量碳钢制造，并经过优良镀锌处理，因结

构更强、附着力更佳而广受客户欢迎。

除了持续坚持质量，该公司

并已通过ISO 9001标准认

证，成为世界级专业钉类供货商。此外，藉由研发团

队的丰富经验及先进的紧固件制造技术，允畅可接受

客户特殊需求之订单，并能充分达到客户要求。

允畅五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5 0 5  台 湾 彰 化 县 鹿 港 镇 彰 滨 工 业 区 工 业 东 二 路 1 6 号
T e l :  8 8 6 - 4 - 7 5 2 - 6 9 2 1    F a x :  8 8 6 - 4 - 7 6 1 - 1 0 0 0
E - m a i l :  y e u n . c h a n g @ y c n a i l . c o m
http://www.ycnail.com      http://www.ycnail.com.tw

允畅五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各类钢钉、铜钉，包括水泥钉、特殊型钉、火药枪/瓦斯枪
钉，及其他紧固件

http://www.ycnail.com.tw
http://www.ycnail.com
mailto:yeun.chang@ycnail.com


金益成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41173 台湾 台中市太平区光隆里正光街197巷20号
电话: 886-4-22715927
传真: 886-4-22712499
E-mail: jinyicherng@jyc.com.tw
网站: www.jyc.com.tw

金 益 成              
                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马达轴心、滚轴

金益成精密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68年，由于持续致力

于提升产品质量，广受全球客户赞誉。为因应广大的订

单及拓展全球销售网络，该公司于1998年广东东莞，成

立第一间海外分厂及发货中心，并于2003年在中国太仓

成立第二间海外分厂。经过十多年的经营，金益成在大

中华地区的营业额平均有7%以上的年成长。

该公司产制各式精密微型马达轴，其产品透过精良的圆度与光滑度，可有效减低马达

运转的噪音。本产品通过严格的测试，可运用在AC/DC马达、工业用或计算机周边产

品。

金益成自瑞士与德国引进高精密加工设备，产制超威小

滚轴，外径0.5mm以上，长度2.5mm以上。该类产品采用

高碳钢、轴承钢/工具钢、不锈钢作为加工基材，经硬化

热处理加工后可达到硬度HRC62度，经高速研磨后光滑

度可控制在Ra0.05。该公司的滚轴在耐磨性、光滑度、

圆度都达到国际标准，并可应用于线性滑轨中的滚针及圆柱转子轴承。

该滚轴相关加工精度如下：垂直度0.005 mm~0.01mm、端面平行度0.005~0.01mm、长度

公差0.006~0.01 mm、端面光滑度Ra0.05~0.2。

金益成的全体员工在追求最高质量的目标上均不遗余力，提升机械自动化。透过加工

作业的标准化，精细的测试数据分析，该公司已获得TS-

16949与 ISO9001:2008的认证。

http://www.jyc.com.tw
mailto:jinyicherng@jyc.com.tw


辉 宝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气管、吹尘枪、快速接头、空气调理组、气动工

具及设备之零组件

1988年成立于台湾中部彰化县的辉宝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世

界级的气动工具以及相关设备零组件制造商，在全球许多专业

级市场中享有相当高的知名度。

辉宝为不少全球知名的汽修工具品牌代工，包括美国的SNAP-

ON以及日本的Chiyota和Kinki，每年外销比例达百分之八十。

同时，该公司也以自由品牌「THB」营销海外，在中国、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及

越南等地都有代理商，并且相当受到当地专业人士的喜

爱。

辉宝之所以能够在全球日益竞争的市场中不断成长，可归

因于它多来年在创新、持续精进以及提高质量等方面的努

力。其所获得的多项专利，以及包括来自ISO、UL/cUL和

ASME等的质量认证，也印证了该公司对其上述经营理念的

坚持。此外，辉宝也是北美洲钉枪协会（STAFDA）以及台

湾区流体传动工业同业公会（TFPA）的成员，足见其在气动工具设备领域里的贡献及成

就。

辉宝另一项竞争优势，则是它高度整合的制造能力，从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到售后服

务，该公司几乎能够独力完成，并达到百分之九十五的产品自制率。也因此，辉宝身为专

业制造商，除了以高质量著称外，同时也能提供一体化的产销服务，藉此为顾客提升附加

价值，并确保快速的交期及具竞争力的价格。透过这项优势，该公司不论OEM、ODM及OBM

都能得心应手。

该公司的产品以快速接头、气管、空气调理组及吹尘枪为主，另包括各式各样用于气动工

具及设备的零配件，例如电磁阀、胎压量表、压力开关、逆止阀、调压器、排水阀、安全

阀、多支管、管路给油器及过滤器、止回阀等

辉宝实业有限公司
508 台湾彰化县和美镇彰和路二段408巷5号
电话：886-4-735-1625            电邮：thb@ms43.hinet.net
传真：886-4-736-0346            网址：www.thb.com.tw

AIR BLOWER

AIR HOSE

AIR CONTROL UNIT

SOLENOID VALVE

AIR QUICK COUPLER



章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在台湾彰化县成
立，是台湾最知名的扳手制造商之一，拥有超

过30年的实务经验，以优异的创新开发能力及质量
而闻名。

章隆多年来专注于生产各种符合ANSI及DIN等国
际标准的扳手及葫芦柄，同时现阶段也是台湾最大
的棘轮扳手出口厂。过去三十多年来，该公司的产
品在欧美等地的专业买主及量贩商间，相当受到欢
迎。除了以OEM的模式出口外，该公司也以自有品
牌ProRatchet®营销全球。

章隆的成就，来自于对创新研发的坚持与投入。在
开发新产品阶段，该公司的每一管理阶层都会积极参与其中，而这样的组织文化，除了可提升该公司的创新
研发能力外，更重要的是，能够确保开发出来的新产品，在深具经验的经理及厂长等人的意见提供下，拥有
更好的实用性及质量，以满足终端使用者及市场需求。

此外，该公司在初步开发出新工具后，会将它提供给专业人士使用，再根据实地使用后的心得回报，作进一
步改良。这个步骤会不断地重复进行，直到新产品臻于完美后，才会进入商品化阶段。尽管这样的方式非常
耗时，但该公司却坚持，唯有最棒的产品才能上市，也因此赢得了顾客的信任。

章隆在研发创新的成果相当多，其中一项是在它所供应的扳手头部设计各
种不同的塑料色圈，这个小小的设计尽管不算显眼，但却能为使用者带
来非常大的便利性，因为透过不同颜色的指示，使用者能够快速分辨该扳
手的尺寸是英制或公制，以减少寻找工具所耗费的时间，进而提升工作效
率。事实证明，这个设计在美国这个公英制通用的市场中相当实用。另
外，它还有另一项用途，那就是用来当作企业识别，有许多来自欧洲的客
户已采用章隆这个独特的设计，来增加自
身产品的品牌识别度，而且非常满意它所
带来的效益。

章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棘轮扳手、扳手、葫芦柄、螺栓剪

Chang Loon Industrial Co., Ltd.
No. 349, Maming Rd., Shioushuei Township, Changhua County 504, Taiwan
Tel: 886-4-768-8568      Fax: 886-4-768-8528
Email: proratchet@chltool.com         Website: www.chltool.com   



泓晟塑膠科技（蘇州）有限公司，是一家由台灣廠商設立

的中國公司，專業生產塑膠零組件、塑膠模具等產

品，在歐洲、日本、印度、美國及澳洲等海外市場都有忠

實的顧客。

泓晟擁有來自母公司多年累積的技術及經驗，透過這樣

的優勢，得以生產各式各樣的電腦零件、五金零件、汽

車零件、工業零件、家用品零件、淨水器零件及其他塑

膠射出零配件。此外，該公司使用的產品原料非常廣泛，

從ABS、PC、PPS、POM、PVC、PE、PP、HIPS、GPS、PC+ABS、

NY6、NY6+GF、NY12、NY12+GF到NY66、NY66+GF、PBT、PET、

PBT+GF、TEFLON、LNP、TPU、TPR、PMMA等，皆可根據客戶不同需

求，作為原料投入生產。

優異的生產能力及效率也為泓晟帶來競爭利基。目前該公司擁有一座面積達2萬3千平方米的現代化

工廠，以及高效率的生產設備，包括從50噸至1,100噸等級的塑膠射出機、加工機、CNC設備、烘干

機、模溫機、線切割機、鑽床、CNC火花機、萬能磨刀機、及二次加工設備等，因此除了能夠大量生

產外，同時也能幫助顧客提升其產品的價格、品質優勢。

為了達到最高的品質要求，泓晟在廠房內也建立了一套嚴格、有效率的品質管理 系統，符合各種

國際標準規範，同時引進一系列的品質檢測儀器，包括分厘卡、桿杆表、水平儀、3D尋邊器、色

差儀、TDC數控彈簧實驗機等。藉由對品質的堅持，該公司已獲得ISO9001、ISO14000、UL-746及

TS16949等認證，充分扮演具國際競爭力的專業塑膠零組件製造商。

泓晟塑膠  
科技（蘇州）有限公司

塑膠射出製品、塑膠模具製造、噴漆

加工、印刷加工、組裝

泓晟塑膠科技（蘇州）有限公司 
中國江蘇省蘇州市吳江經濟開發區雲梨路458號 215217
電話：+86-512-63332689
傳真：+86-512-63332686
電郵：fongchen@fongchen.com

欣晟塑膠有限公司 
236 台灣新北市土城區土城工業區
民生街13號
電話：886-2-2268-3625
傳真：886-2-2268-1630
電郵：fongchen@fongchen.com
網址：www.fongchen.com



台湾国禾实业有限公司创立于1992年，专精
于各种绳索、钢索及导线等产品的研发和制
造，主要用在工业安全设备、运动及休闲器
材等方面。

台湾国禾拥有超过20年的实务经验，因此
在产品供应上，从接单到生产采取一贯作业
方式进行。现阶段，该公司在台湾及中国大
陆设有一条龙式产线的厂房，并引进精密的
生产机具、质量检测设备及国际化的品管流
程，以追求产品质量的一致性，并有效提升生产
效率，确保如期交货。

除了产品的生产外，该制造商也以提供令客户满意的服务著称。由于多年来秉持研发和创新为目标，并持续
改良生产技术，该公司能够顺应现代人注重休闲、运动的趋势，以完善的服务与优良的质量，帮助顾客开发
符合市场需求、高附加价值的产品，因而逐步建立起独特的竞争优势，而广泛受到业界的肯定。

在历经数十年的发展后，该公司的产品线已扩及到各式各样的绳索及导线产品，包括运动器材配件、工具软
管、汽修工具、工具用防落装置及防落绳、滑雪安全防落装置、冲浪安全防落装置、秒表导线、五金配件、
尼龙绳、松紧带、多功能绳索、吊牌及钥匙圈配件，以及其他特殊钢索导线、镀PVC及PU导线等。专业的
OEM及ODM生产也是该公司的服务项目之一。

                  

                  
                台湾国禾实业有限公司
                          500 台湾彰化市南美里仑美路355-1号
                          电话：886-4-762-2863
                          传真：886-4-761-5829
                          电邮：Taiwan.kuoher@msa.hinet.net
                          网址：www.kuoher.com.tw

台湾国禾实业有限公司
钢索、导线、绳索、尼龙绳、松紧带



渐隆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台湾一家专业的手锯制造商，生产各种用途
的手锯，并拥有长年的实务经验。

渐隆的手锯都以优越的质量及耐用度著称，这些特性源自于该公司在生产及产品技术
研发方面的成果。该公司强调，所有锯片都是由高碳钢制成，表面硬度经测试可达HRC 
52度，锯齿部份则经过特殊处理，其硬度甚至达HRC 63度，耐用度比一般锯子的锯齿
高三倍。

为了提高使用性，渐隆的锯片都镀上硬铬，以提供防锈表面、减少摩擦力；同时锯齿的
特殊三面设计也有效增加其锐利度。此外，手锯握把符合人体工学设计，提供用户舒适
的握感，并适合长时间时用。

渐隆现阶段每个月生产大约7万枝各式各样的手锯，其中有90%出口至世界各地，这种
稳定的出货量须归功于该公司对合理价格、高质量及快速交货的坚持。此外，由于该公
司每月最大产能可达15万枝，因此也能帮助客户完成OEM订单。而为了确保产品一致
性，该公司的生产设备多由德国引进，同时在其3,600平方公尺大的厂房里，实施符合
国际规范的品管措施。

该公司所供应的手锯种类丰富，可用于木工装潢、
板模工程、花园修剪、果树接木、登山露营、及
PVC水管、竹子和薄板等切裁。

渐隆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各式手锯

渐隆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Chan Long Enterprise Co., Ltd.
No. 113, Dongxing 3rd St., Puli Town, Nantou 
County 54549, Taiwan
Tel: 886-49-299-5656  Fax: 886-49-299-5628
E-mail: chan-long99@umail.hinet.net; 
            chan-long88@umail.hinet.net
Website: www.chanlong.com    



建森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研制各式喷漆枪、喷漆枪设备及相关备件

建森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拥有超过20年研发及生产各式喷漆枪及相关配件

的经验，是台湾一家享誉盛名的专业制造商。

建森所供应的产品包括了HP系列气动喷漆枪、高量低压喷漆枪、低量低

压喷漆枪、自动喷漆枪、油漆喷枪、喷笔，以及完整的相关配件产品，例如

喷嘴、油杯、调压器、过滤器、喷漆清洁工具组及清洗柜、空气过滤器、空

气护罩等。

该公司的气动喷漆枪都具备优异的雾化技术，因此漆料雾化均匀，能够

减少过喷情形，确保喷幅大及形状稳定，同时节省漆料。除了耗风量低的特

性外，该公司的喷漆枪也拥有流线造型，符合人体工学，能有效降低操作疲

劳；紧密坚固的设计结构也提高了产品寿命及耐久性。此外，所有零件都是

台湾生产，出厂前皆手工调校测试。该公司的喷漆枪适用于各种溶剂型及水

性漆，使用弹性大。高转换效率及漆料附着力也是这些产品的主要特性。例

如该公司的高量低压环保型及低量低压环保型喷漆，分别具有83%及88%的转

换效率。

建森所生产的喷漆枪在国际市场获得很高

的评价，这必须归功于该公司数十年来，持续

专注于技术及质量提升的努力。

如今，该公司的产品已成功销往

美国、东西亚及欧洲等地，在

工业生产及汽修服务等领

域，相当受到专业使用

者的欢迎。

建森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41261台湾台中市大里区三兴街11号

电话：886-4-2407-3996

传真：886-4-2407-3956

Email: shop@jie-sann.com

网址：www.jie-sann.com



SMC Corp. 尚纬机械有限公司
产制各种动力农用及园艺用机械及相关零组件

尚
纬机械有限公司专门生产动力农用及园艺用机械及相关零

组件，以拥有日本本田及其它国际级厂商授

权的独特发动机技术，而享誉于业界。

尚纬宣称，其所有的动力机械，包括泵浦、背负式

动力喷雾机、灌木修剪机、割草机、枝干绞碎机及

切碎机、施肥机等，都采用本田专利授权的GX25 / 

GX35 微型四行程顶置轮轴发动机，或是GX160商

用级发动机，因此具有轻量化、高动力、低噪音、

易启动及优异的燃油效率等特性。

更值得一提的是，该公司的产品都能使用一般的燃

油驱动，并且已通过各种空污防治规范，例如美国

的EPA、CARB及欧洲的CE标准等，因此除了确保使用者

良好的安全性，也同时减少空气污染以满足绿色环保的

世界潮流。另外，该公司也提供各种高质量的割草机、

泵浦及动力喷雾机零组件，以供顾客选购及更换。

该公司也非常注重质量诉求，多年来持续导入国际级的

质量管理标准，厂内的配置、质量检测方法及相关设备

都已获得ISO9001及CE的认证。

除了以Kawata品牌营销其动力农业用及园艺用机械于全球市

场外，该公司也提供OEM及ODM服务，确保顾客低成本、高

效率的生产、具竞争力的创新及合理的价格。

SMC Corp.
513 台湾彰化县埔心乡武英南路159号之1
No. 159-1, Wuying S. Rd., Puxin Town, Changhua County, Taiwan
Tel: 886-4-828-5327
Fax: 886-4-828-5324
Email: info@kawata.com.tw
Website: www.kawata.com.tw



                              材股份有限公司 
廚衛用水龍頭、各式銅製浴室零配件

勝 泰 衛 材 股 分 有 限 公 司  
508 台灣彰化縣和美鎮彰草路三段99號
電話：886-4-762-9971     傳真：886-4-752-6980
Email：shengtai@ms10.hinet.net     網址：www.justime.com

勝泰衛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1976年，是一家專業的水龍頭及廚衛配件製造

商，以其優越的研發能力而享譽於國際市場。

勝泰最近推出的Nature系列水龍頭是其最具代表性的產品之一，該產品已經獲

得2012年德國iF設計獎，體現出設計師對於生命的無限想像，藉由觀察各種不

同的生物，從中勾勒出產品的線條，闡述無序生長和分生的概念。巧思搭配的

造型把手，宛如有一種親手碰觸生命的悸動。另外，該產品擁有簡潔的外型，

對於功能的要求也絕不馬虎。防燙的水路設計提供使用者舒適安全的淋浴。為

了便於安裝，切換器採模組化設計，內藏的特殊結構，讓切換器無論在高低水

壓地區，皆能輕易操作。

除了Nature系列外，該公司的「太極」、「Story」、「Dragon」及「Charming」等水龍頭，也在過去幾年

內，分別獲得全球各個知名的設計獎，例如德國紅點設計獎、美國IDEA設計獎、日本G-MARK設計獎、德國

聯邦設計獎及台灣金點設計獎。這些得獎產品，充份印證了該公司優異的研發創新能力，以追求最高品質的

水龍頭，同時兼具獨特的美觀及功能性。

該公司在生產能力方面，也因為其先進的生產設備及專業知識，

而著稱於台灣業界。此外，該公司也戮力於品質及生產技術的持

續改善，故在多年前即取得ISO9001認證。

該公司的產品包括了各式各樣的廚衛設備及配件，例如水龍頭、

洗滌槽、蓮蓬頭、鏡子等。該公司在台灣及泰國皆有設廠，所擁

有的員工人數超過2, 000人以上，現階段其97%以上的產品出口至

全球市場，其中有一半銷往美國，40%至歐洲及2%至中東地區。



翰优企业有限公司
陶瓷阀、高压平衡阀

翰优企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0年，是台湾
少数制造世界级精密陶瓷阀及高压平衡

阀的厂商。

该公司创业至今坚持「诚信、负责、积
极、创新」，提供客户高质量、价格平实的
产品，并已于1999年通过ISO 9002及ISO 
9001认证。

该公司之研发团队持续不断开发质量更
佳、耐用且实用之产品，提升精密度与结构
设计，并运用其前瞻性的技术、一流的人
才及最先进的自动化生产线，推出高质量产
品。

其42厘米低扭距陶瓷阀芯特色为具有强化不锈钢片、寿命更长的高级陶瓷碟，以及耐用、
耐磨耗调整环，以增加安全性。阀芯含三个分离式入口封圈，防止漏水，且各搭配一个止回
阀，避免冷热水逆流、交叉对流，保护使用者免因水温忽冷忽热而被烫伤，完全符合澳洲、
美国、英国及纽西兰之安全标准。

此陶瓷阀芯所使用的塑料零件是直压式射出一体成
型，质量稳定，且经自动化机器完成组立，达到生产标
准化。每ㄧ件产品均经严格的质量控管及出货前再次检
测，包括空压测漏、寿命、破裂、高温、高压及间歇冲
击等测试，确保出厂产品零瑕疵。

翰优企业有限公司
508彰化县和美镇田东路102号
电话：886-4-757-4837
传真：886-4-757-4817
E-mail: hainyo@ms24.hinet.net
http://www.ceramiccartridge.com.tw



崧日企业有限公司
管形锁、插芯门锁、铝门地锁、美规及欧规锁

匣、锁匣锁芯、铸造件、各式门锁

崧日企业有限公司于1975年创立，三十多年来持续生产及营销各种门锁、门类配件及相关建

材，是台湾一家专业的锁类供货商。

崧日每年每季都固定推出数项新产品，积极扩充产品线以满足顾客需求，此一竞

争优势，除了来自对于锁类制造的炉火纯青技术外，也反映该公司对于研发创

新的热忱。

该公司最新的产品之一，就是Luter Panic 

Hardware 5500防火门装置，该装置以

不锈钢表面镀成，拥有超过三个小时

的耐火特性，不仅符合美国ANSI 

A156.13标准，也已通过UL认证，

特别适用在人多的公共空

间。

崧日现阶段在台湾及中国大陆都设有现代

化厂房，供应各式各样美规及欧规锁匣、

锁匣锁芯、万能锁系统、二级辅助锁、可

替换式锁芯、隐藏式门弓器、铝门地锁、

铝门锁、门锁保护板、防火门把锁及相关

装置、门锁外部零配件等产品。

除了提供OEM及ODM服务，该公司也以自有品牌Luter营销其产品，在海外市场拥有不少忠实顾

客。

崧日企业有限公司 
406 台湾台中市北屯区北屯路298巷6-6弄59号

电话：886-4-2247-9015

传真：886-4-2241-4361

电邮：louischou@luter.com.tw;  

      louiscjchou@yahoo.com.tw

网址：www.luter.com.tw



宏镒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热熔胶枪、工业用胶枪、胶枪零配件、护贝机

宏镒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自1980年创立于台湾嘉义县以来，一直致力于生产胶枪及相
关工具和零配件，是当地最具外销竞争力的制造商之一。

宏镒的产品线包括不同规格的家用和工业级胶枪、热熔胶枪，并提供顾客各种所需的
相关零配件产品，例如喷嘴接头、胶枪架、胶垫、胶条等。该公司强调，其所有的

产品是百分之百台湾制造，藉此确保质量以赢得客户信赖。此外，该公司的胶枪，根据
各种不同的需求，已各自获得相关质量认证，包括TUV/GS、CE、UL、CSA和KETI，每年
都全数外销至欧美市场。

为了追求更完善的质量及更高的生产效率，该公司多年来以建立现代化生产线为目
标，不断地更新其生产设备。如今，该公司厂房

已部份自动化，且通过了ISO 9001认证。这样的投
入，让该公司得以在日益竞争激烈的代工市场当中，
持续保有一席之地。

此外，该公司也利用其
产业知识及信息管理

能力，向国外胶枪买主提
供「一次购足」的服务，
并能在整个生产过程中，
随时提供客户专业的技术
咨询及解决方案。

除了优异的生产技术及顾客服务外，宏镒同样在研发创
新方面具竞争力。由于多年来已和国际级手工具品牌

厂合作开发许多高档的胶枪产品，该公司因此具有丰富的
创新经验及高水平的研发技术，在客制化服务上，也极获
客户好评。

宏镒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608台湾嘉义县水上乡中山路二段423号

Tel: 886-5-268-8966
Fax: 886-5-268-6876
E-mail: homeease@homeease.com.tw
Website: www.homeease.com.tw



Kymyo Industrial Co., Ltd.
No. 36-2, Lane 667, Chung Shan Rd., Shenkang Dist., 
Taichung City, Taiwan 429
Tel: 886-4-2562-6015
Fax: 886-4-2562-6017
E-mail: combest@kymyo.com
Website: www.kymyo.com.tw, www.combest.com.tw 

敬佑工业有限公司
Kymyo Industrial Co., Ltd.               

迷你及重型圆形砂光机、

迷你及重型方形砂光机、

精磨式砂光机等

敬佑工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86年，专门研发及制造砂光机，以及相关的专业级气动
工具，用于汽车及造船工业等，在国际间颇具知名度。

敬佑在该领域里已拥有超过二十年的经验，生产各式各样的砂光机，包括了迷你圆形砂
光机、重型圆形砂光机、迷你方形砂光机、重型方形砂光机、精磨式砂光机、直线式砂
光机、指头式砂光机、三角形砂光机、齿轮减速式砂光机、湿式砂光机、环带砂光机、
圆盘砂光机、平面砂光机等。另外，气动钻、自动控制吸尘器、及相关配件也属于该公
司的生产范畴。其大多数产品拥有台湾、美国、中国等多项专利，并通过CE认证。

该公司最热销的产品之一当属CY309系列气动砂光机，这项产品多年来已大量销往美
国、欧洲、日本及东南亚各国，广泛地应用在木工家具、汽车维修、游艇内装、石材产
品、玻璃制造及纤维强化塑料材质加工等领域。CY309具有符合人体工程设计的外型及
更轻的重量，所以非常适合使用者长时间的操作，且不易造成手部疲劳。这部砂光机比
起其它同类型的产品，其重心设计较低，运作时也较少噪音及振动的产生。此外，该产
品在通过了各种环境测试后，证明拥有更长的寿命，因而受到专业级使用者的好评。

凭借着数十年的专业生产技术，加上持续改善产品的热忱，该公司已经和许多国际级大
厂，建立起坚定的伙伴关系，其不论在OEM及ODM等能力，都受到顾客极大的肯定。
除此之外，该公司也以自创品牌COMBEST营销于亚洲各国，包括日本、韩国、中国、
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及印度尼西亚等地都有专业的代理商，能为顾客提供最具竞争力
的价格及最快的服务。



不锈钢焊接管配件、弯头、三通、大小头、管帽、管节等

成立于1989年的隆滢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以专业生产不锈钢焊接

管配件为主要营业项目。由于不断追
求更卓越的产品质量、生产效率以及
公司管理，该公司已经通过LRQA的
ISO 9001: 2008 国际认证，成为国
际市场中的优质供货商。

隆滢早期专注于产品加工与代工生
产，经过20余年的努力与发展，公
司目前全力进行产品开发与生产，主
要产品种类包括弯头、三通、大小
头、管帽、管节等，产品尺寸完整，
从1/2英吋到48英吋皆可制造，产品
厚度则从10S到80S，可符合客户各
类标准与特殊需求。该公司宣称全系列产品皆符合美规ASTM, ASME及日规JIS等标准。

由于公司产品规格精准、质量优良、价格合理，因此在国际市场上极具竞争力，产品外销全球数十个国
家，其中大型客户主要位于美国、日本、欧洲等地。隆滢表示，公司ㄧ贯秉持诚信原则服务客户，并持
续提升产品质量满足快速变动的国际市场需求，历年来并不断更新生产设备与提高产能，同时加强全球
营销努力，因此长期以来公司每年营业额都有高幅度成长。

该公司的产品耐用度极佳，因此被全球使用者广泛采用于各类产业的工程管线及建筑排水系统，包括石
化、核电厂、造纸、化纤、染整、 环保、生物科技、半导体等。
隆滢的现代化生产厂房位于台湾云林县斗南镇的小东工业区，先
进的生产设备与经验丰富的员工使得该公司产品质量不断提升。
该一贯作业(一条龙式)厂房，从原料进料后的原料裁切、成型、
热处理、加工、表面处理到成品完成，皆在规划合理的生产线进
行，不但可以确保质量，也可增加产量降低成本。

隆滢表示该公司具有完整的实力可依客户需求提供各类不修钢焊
接管配件，并有令客户满意的售前与售后服务，该公司希望与客
户达成双赢的局面，欢迎洽询。

Longyng Industry Co., Ltd.
63050云林县斗南镇大业路98号
No.98, Daye Rd., Dounan Township, Yunlin County 630, Taiwan
Tel: +886 5 5973156 
Fax: +886 5 5973159
Website: www.longyng.com
E-mail: lyico@lyico.com.tw



南顺弹簧股份有限公司 
弹簧、线成型产品、金属零组件

成立于1987年的南顺弹簧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典型的台湾中小企业，拥有两座厂房。多年来凭借着技术优势，同时专注持

续研发，使得该公司得以建立起永续经营的竞争力。

南顺早期以生产弹簧及一些线成型等工业零组件起家，后来决定扩展业务，

并针对各种金属加工技术，包括冲压、铸造、车工等，进行研究与琢磨，逐

渐朝多元化生产模式的目标迈进，为顾客创造附加价值。

该公司着眼于生产效率的提升，多年来逐步引进精密生产设备，如今已拥有

20多部CNC加工机，及10多部线成型机，能进行各种金属产品的加工及制造。

此外，每部机器都会定期接受参数校正及保养，除了确保产出质量，也延长

了机械寿命。

当然，在品管方面的努力也是南顺成功的因素之一，该公司设有QC实验室，

并拥有完善、先进的质量检测设备，包括硬度及扭力测试机、红外线测试仪

等。该公司同时也和国内一些研究机构合作，进行更专业的质量检测工作，

例如不含铅及三价铬的电沈积检验等，以满足顾客对质量的需求。

该公司除了生产各式各样的弹簧，如医疗用床五金弹簧零件、电子弹片零

件、叶片弹簧、线圈弹簧、灯具弹片外，也提供办公椅用配件、金属零件、

扣门环、螺丝、华司、金属制文具、玩具零件、钥匙圈、金属饰品、运动休闲用品、电子零件、扣环、链条、灯座、垫

圈、管夹、插销、扣件、锌钩、金属零配件管夹、冲床/车床/冲压加工制品等产品。

南顺持续透过深度的研究及经验的累积，以厚实自身对金属料材及加工技术的知识，如今对于许多物料的生产加工，包括

钢材、不锈钢、铁、铜、锡、塑料、铝及其他特殊合金等，都已驾轻就熟。除了OEM外，该公司也能提供顾客一次性的采购

服务。

南顺弹簧股份有限公司
50846 台湾彰化县和美镇铁山里彰美路二段446巷
63弄6号
电话：886-4-735-9685
传真：886-4-735-1091
电邮：nanshun@nanshun.com.tw
网址：www.nanshun.com.tw 



臻禾兴业有限公司，是一家具备优异开发、生产技术的动力农业机具及复合式园艺工具供货商，
以自有品牌MORI营销全球。

臻禾已通过ISO9001认证，并荣获台湾训练质量规范（TTQS），毫无疑问是一家具国际竞争力的
优质制造商。其产品包括了各式各样的割草机、挖孔机、松土机、高空炼锯、高空篱芭剪、除草
机、小型农机工具、割灌机、采茶机、背负式动力喷雾器、肩挂式割草机、长臂炼锯、长臂篱芭
剪，以及其他零配件，例如齿轮箱缸门、切割附件、离合器鼓、传动轴等。

该公司的竞争力，是源于多年帮助日本客户，进行动力农机及园艺工具零件的OEM及ODM生产
经验，所累积出来的成果。藉此一过程，该公司建立了具特色的技术优势及国际级的质量控管流
程，并得以从削价竞争中，成功地将其产品定位在更高阶的专业及半专业市场。

臻禾所有的动力农机及园艺工具，都是利用最先进、独特的技术制造，并遵循国际质量管理规
范，因而获得许多全球最具公信力的认证，包括CE、GS、TUV及SGS等。此外，该公司强调，其
产品动力机构，全部采用日本知名品牌的引擎，例如KAWASAKI，MITSUBISHI、HONDA及FUJI 
ROBIN，能依客户需求提供不同选择，因此除了具有高性能的特点外，同时也有少量多样的弹性

优势。

MORI SHT-240肩型绿篱机是臻禾最热销的产品之一，该工具的主要管道以
75公分长、直径24毫米宽的铝材制成，符合JIHS H4080 8601标准，并采用
7毫米的固体钢传动轴。在设计上，该工具设有D-环型手柄、触发式停止功能
开关以及快速释放装置RE-220等功能，因此拥有高操作便利性及使用性。此
外，该产品选用高质量、耐用度强的离合器总成及齿轮箱，配备日本原厂发
动机，使用者亦可将刀柄调整至五个不同的角度，增加剪切效率。

该公司年产量超过100,000台不同款式的机种，在全球五大洲都有忠实的顾
客。

臻禾兴业有限公司
割草机、挖孔机、松土机、炼
锯、篱芭剪、长臂篱芭剪、农
机和园艺工具，及相关零配件

臻禾兴业有限公司
台湾彰化市圣安路209号
电话：886-4-737-3668
传真：886-4-737-1618
电邮：sales@trimmer.com.tw
网址：www.trimmer-brushcutter.com



和兴科技喷雾有限公司，是一家拥有超过30年实务经验的喷枪及相关零配件制造商，以优异的开
发能力、质量及交期，而享誉于国内外客户。

和兴利用其研发及制造方案的专业知识，多年来持续改良喷枪及喷雾设备，并锁定从事农业、工
业、环保业、食品业及清洗业的专业级使用者，以避开同业间在DIY级产品上的削价竞争。透过
材质及结构改良的研究，该公司的喷枪大多数为金属合金制成，设有特殊结构，在功能性，如替
换接头，以及外观、重量上都优于同类型的产品。

例如，该公司的不锈钢制喷枪，由于具专利结构设计，因此能让使用者根据用途，替换三种不同
的喷头，且能设定水压高低最高至800psi，达到一枝多用的特性。表面处理方式亦可根据客户需
求作变换，以增加外观上的质感。

整合的制造能力也是和兴的竞争优势之一。该公司能够从研发、模具改良、组装、测试到包装，
为客户提供一条龙式的制造服务，同时在厂内设有专业的品管研究室，以确保产品具有优良、一
致的质量，即使相较于日本制的喷枪，也丝毫不逊色。

和兴的产品线包括各种规格的喷枪、造雾器、接头、农业机械和零配件，例如软管、卷管器、万
用接头、阀门等，已成功外销欧美、纽澳、中东及亚洲。除了以自有品牌EST营销外，该公司也
提供客制化服务，并接受OEM及ODM订单，月产各式喷枪达
3,000枝以上。

和兴科技喷雾有限公司
台 湾 台 中 市 丰 原 区 西 势 路 5 1 9 - 1 号
电话：886-4-2532-0888          传真：886-4-2532-0898
电邮：info@est-spray.com     网址：www.est-spray.com

和兴科技喷雾有限公司
喷枪、动力喷雾机及相关零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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